
女性专场招聘会明日
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易宗平）3月8日
9时至12时，海南省2022年“春风行动”暨“巾帼
绽芳华”女性专场招聘会将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就业局）举行。

此次招聘会将提供各领域的多个岗位，包括
策划总监、出镜主持人、新媒体运营、品牌设计师、
财务经理、总账会计、行政主管、总工程师、育婴
员、幼儿教师和店长等。截至3月6日18时，已有
51家用人单位报名入场，提供岗位1328个。

此次招聘会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
局）、省妇联主办，各市县妇联协办。

三亚海棠区第二轮区域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共检测样本111512份

本报三亚3月6日电 （记者李艳玫）3月 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3月5日，该市在海棠区
开展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部署居民采样点85
个、酒店及工地检测点15个，共采集样本111512
份，所有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 本报记者 袁宇

“人气太火爆，前几场的票都抢不
到，最后给父母买到了6日的票，让他
们能现场看我演出。”3月4日23时
许，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演出结束后，
海南儋州籍演员曾小玲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她首次随团回
家乡演出，希望能让家乡人感受到节
目的魅力。

曾小玲在《只此青绿》中饰演制笔
人，因登上央视春晚而受到广泛关
注。然而令大家想不到的是，这样一

位优秀的舞者，曾经险些因为身高的
原因与这个舞台失之交臂。

“小玲已经是我们校舞蹈团的骄傲
了。”琼海市嘉积中学海桂学校副校长
刘小明回忆道，2010年学校舞蹈团面
向全省招生时，负责招生的她在儋州的
一家舞蹈培训中心第一次见到12岁的
曾小玲，“当时她学舞蹈已有两年了，基
本功很扎实，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然而在招生过程中，曾小玲却险
些因为身高原因落选。“当时我身高只
有 1.44 米，与同龄孩子相比个头不
高。幸好当时的启蒙老师极力推荐

我，刘老师她们也非常喜欢我，最后坚
持将我录取进团。”曾小玲说。

聊起这段往事，刘小明也坦言，当
时身高是录取学生的一项重要标准，

“虽然小玲个子不高，但她手脚修长，
身材比例也很好，我们判断她还会长
个子，所以将她与另外两名学生一起
录取”。

就这样，曾小玲开启了自己在海
桂学校 6 年多的学习生活。到了
2014年，曾小玲的身高果然“突飞猛
涨”，一下子从原来舞蹈团里的小个子
成为最高的几个学生之一。“人也出落
得越发漂亮，很有古典美，加上能吃
苦，几位老师都重点培养她，去哪里都
带着她。”刘小明说。

2016年，曾小玲考取北京舞蹈学
院，就读中国民族民间舞系。2020年
毕业后，她又考取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东方歌舞团，并随后参演《只此青绿》。

在海桂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历，也
让曾小玲难以忘怀，“我现在每天早上
练基本功、健身，这些都是当时养成并
保持下来的好习惯，我很感激老师们
的指导与帮助”。

而带曾小玲学习了3年的海桂学
校舞蹈团团长罗媚，提到这位得意门
生的发展，也感到非常欣慰，“小玲是
非常自觉的学生，自主性很强，会为了
纠正一个动作练到很晚，我经常看到
她一个人加练”。

《只此青绿》在今年春晚演出后，

海桂学校舞蹈团里的学生们，对曾小
玲这位学姐更加好奇了。“现在小玲已
经成为学生们的榜样，也让他们更有
学习的动力，更能吃苦。”罗媚说。

曾小玲的同学王琼苑如今在海桂
学校舞蹈团任教。曾小玲当年也令她
印象深刻，“小玲从儋州来到琼海读
书，几乎很少回家，省下来的时间都用
来练习舞蹈。她很能吃苦，不断取得
进步，也激励着我们努力奋进”。

如今，《只此青绿》刷屏网络，也让
海桂学校舞蹈团的同学们更加坚定了
学习舞蹈的信心。对此，曾小玲表示，
希望学弟学妹们能认真练习基本功，
养成良好的习惯，“机会永远留给有准
备的人”。 （本报嘉积3月6日电）

关注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3月5日，海口市甲子
镇琼新村一蔬菜收购点，农
民将豇豆捆扎好,等待装车
外销。

眼下，当地种植的早春
豇豆陆续采摘，到处呈现出
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
象。当地相关部门积极为
菜农开辟“绿色通道”，减少
了中间流通环节，确保销售
无忧，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

豇豆获丰收
采摘收购忙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南天气今起降温
7日起或降至12℃，9日起气温缓升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习霁鸿）据省气象
台3月6日消息，受弱冷空气影响 ，3月7日我省
将有小幅降温，最低温或降至12℃。9日夜间到
13日白天，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缓慢回升。

3月7日夜间到8日白天
全岛多云，最低气温将出现在中部，12℃～14℃
最高气温出现在南部，24℃～26℃

3月8日夜间到9日白天
全岛多云，最低气温在北部、中部和西部，12℃～14℃
北部和东部最高气温 23℃～25℃
中部和西部最高气温 24℃～26℃
南部最高气温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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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月 6日讯 （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3月6日从海南海
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峡公司）获悉，为进一步提升琼州海
峡客滚运输服务质量及通行效率，3
月 7日起，该公司将以秀英港（“海
口至海安”航线）为试点，全面试行
船舶智能配载全预约出岛模式。该
模式将以智能化手段预测每日车客

量，充分考虑港口待渡需求及船舶
配载能力等的互补融合，将海上航
行时间控制在 100 分钟左右，有效
提升琼州海峡过海效率。

今年1月1日起，海峡公司实现
对琼州海峡49艘客滚船舶的统一运
营、调配及管理。此次试点实施的船
舶智能配载全预约出岛模式，将具备
固定船舶发班数量、分船舶设置专用

待渡区域、科学智能配载、明确船舶
航行时间等特点。

其中，秀英港试点固定每日发
班数量，不因车流量减少而减班，保
障港区疏运效率。车流量增大时，在
固定班期上灵活增加航班；秀英港区
内将根据各航次发班时间，划分相应
待渡区域，确保按时到港车辆方便搭
乘所预约航次的船舶；线上售票平台

将根据历史车流数据、秀英港各航次
线上预约情况，及港区内实时待渡车
辆的数量，智能调整船舶配载指标，
高效进行船舶配载工作，充分发挥
船舶运能，为司机、旅客提供便捷的
服务；从3月7日起，“秀英港至海安
新港”航线，海上航行时间将从原先
约2小时控制到100分钟左右，确保
船舶准点率。

海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船
舶智能配载全预约出岛模式的试
行，使船舶能高效配载、准时出发、
按时抵港，缩短了车辆待渡时间，有
效提升琼州海峡过海效率，让司机
旅客能享受到更优质的过海服务，
也为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
经济”的琼州海峡水上运输通道奠
定坚实基础。

海口秀英港今起试行新过海模式
试行船舶智能配载全预约出岛;海上航行时长控制到约100分钟

《只此青绿》海南籍演员曾小玲险因身高与舞台失之交臂：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海南首家少年警校
在文昌揭牌

本报文城3月6日电 （记者李佳飞）3月 6
日，海南首家少年警校在文昌市公安局正式揭牌，
将开展警务课程训练等活动，探索阳光快乐教育
新模式。

据悉，本月起，文昌市少年警校面向小学及初
中生，利用学生们的课余时间开展“与文昌民警一
同执勤”“我和英雄模范的一天”“警示教育公益课
堂”等活动，并开设警营小记者站。寒暑假期间，
少年警校将面向全社会招生，开展警务课程训练，
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奉献思想、遵纪守法意识、恪守
职责精神。

该校以文昌市公安局为主阵地，各派出所、戒
毒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法院、市检察院等场所为
分阵地，共同致力于培育海南特色印记好少年、好
儿童。文昌市少年警校由共青团文昌市委主办。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站楼获
“SKYTRAX五星机场”认证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
单云鹏 通讯员云蕾 夏锦怡）3月6日，国际知名航
空业内权威评估机构SKYTRAX在官网公布，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T2航站楼获“五星机场”认证。

T2航站楼于去年12月2日正式投运，拥有5
个值机岛、110个值机柜台、46条安检通道，配备
多台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设备，还设有2.3万
平方米的商业区，分为有税及免税两部分，涵盖国
内外及本地知名品牌，为旅客提供一站式“吃、喝、
玩、购”商业服务。

据了解，美兰机场自2010年引入SKYTRAX
评审机制，对标国际，先后建立五星服务标准1181
项。2017年4月，美兰机场荣获全球第8家、国内
（除港澳台地区）首家“SKYTRAX五星机场”。而
T2航站楼从设计到施工均瞄准“星级”目标。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邢福特

3月6日凌晨4点，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同心路的农产品公益批发市
场，农民蔡和庆用三轮车拉来了两大
筐水芹菜，一进门就被蔬菜商贩围
住：“什么价格？”蔡和庆回道：“4元
一把。”不一会儿，蔡和庆的水芹菜就
被抢购一空。

蔡和庆是万冲镇农民。“听说县
城卖菜不收费，菜还好卖，去年10月
开始，我和老伴整理了半亩多的荒

地，种水芹菜、西洋菜、空心菜等，虽
然起早摸黑，但每个月能赚2000多
元。”他说。

当天凌晨5点，抱由镇农民邢福
美用三轮车拉来两大袋茄子、两大袋
黄瓜。他给茄子开价3.5元1斤，黄
瓜2元1斤。5点半，邢福美还有一
袋茄子和半袋黄瓜没卖出去，但他不
着急，“等会去县城第三农贸市场零
售，那里也不收费”。

邢福美是种菜二十多年的老菜
农。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以前到

县城第一农贸市场卖菜，不仅要缴
费，而且很拥挤。后来，他在第一农
贸市场路边卖，烦心事不少。现在
好了，政府不仅建了免费的批发市
场，还建了免费的零售市场，他的选
择更多了。

为落实省政府“保供稳价”的决
策部署，乐东黎族自治县多措并举，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设公益菜
市场。

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副
局长杜志涛说，去年，县里投资1000

多万元建成两个公益市场：一是在县
城外围的同心路，建成农产品公益批
发市场；二是在县城中心，建成第三
农贸市场，设立自产自销区。这两个
地方的菜摊均不收摊位费，大大激发
了农民种菜积极性。

在该县第一农贸市场调查时，有
蔬菜商贩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从今年
起，他们也不用缴摊位费了。

“为提高蔬菜商贩经营积极性，
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在已有的
8个平价菜专区基础上，从今年开

始，对乐东第一农贸市场、第二农贸
市场的蔬菜摊位给予摊位费全额补
贴，蔬菜商贩不用再缴摊位费了。”乐
东黎族自治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县
里大力建设公益批发市场和公益零
售市场，全额补贴蔬菜摊位费，为菜
农与商贩降低了蔬菜生产和销售成
本，激发了菜农、蔬菜商贩的积极性，

“种菜农民越来越多，蔬菜商贩不断
增加，群众的‘菜篮子’自然就拎得更
稳了。”

（本报抱由3月6日电）

乐东公益市场全额补贴蔬菜摊位费
此举激发了菜农、蔬菜商贩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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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近日，万宁市东兴学校举行2022
年春季开学典礼。在校园开阔的操场
上，全校一年级到九年级近2300名学
生一起迎接新学期的到来。穿着各色
校服的学生，校园里新投入使用的教
学楼及宿舍楼，昭示着这座建于1964
年、如今万宁市规模最大的乡镇学校，
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

3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东兴
学校，发现校园前有江流，后有青山。
占地126亩的校园内，从东到西分布
有田径场、若干个篮球场，还有1座标

准泳池。两层的学校食堂占地面积
900多平方米，崭新的教学楼和宿舍
楼围绕在运动场四周，校园内外环境
清幽宜人。

据了解，今年，万宁市优化了少数
民族乡镇北大镇的教育布局，整合九
年一贯制的北大学校和军田小学、中
兴小学两个教学点，一起并入东兴学
校，并集中力量做强后者。

2月14日春季学期报名开始，从
3所学校整体转来的404名学生，仅
一个上午就全部完成了报名手续。“报
名的踊跃，可以说明家长对万宁市委、
市政府这一举措的支持。”东兴学校校

长温献飞说。
新学期开始，这400多名转学生，

将被平均分到相应的班级。温献飞介
绍，对有住宿需求的学生，学校全部免
费安排住宿。根据学生的上学路线需
求，学校向市交通局申请了数条校车
路线，几乎覆盖了北大镇的各个行政
村。“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加强学生的管理，这个学期重点
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他说。

“将北大学校和军田小学、中兴小
学撤并到东兴学校，对北大镇来说，整
体教育发展提升了一个档次。”北大镇
人大副主席林漫表示。

她介绍，北大镇是万宁市少数民
族聚居地，原先有4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教育资源分散，导致教学水平也参
差不齐。

据了解，近几年，东兴学校不断提
升办学质量，2016年获评海南省级规
范学校，还获得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海
南省文明校园等多个荣誉称号。

“万宁将调整北大镇的中小学校
布局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
集中力量做强东兴学校，让少数民族
地区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
源。”万宁市政府教育总督学曾强说，
万宁投入近5000万元，全面优化了

东兴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在东兴学
校新建了2栋教学楼和1栋学生宿舍
楼、修缮学生食堂、购置一批教育教
学设备等。市教育局还将跟踪管理
东兴学校的办学情况，通过3年任期
目标考核等方式，优化学校管理队
伍，调优教师结构，不断提升该学校
的办学水平。

根据万宁市“十四五”教育发展规
划，该市将进一步调优学校布局，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现小学向
镇区集中，初中向重点镇区集中，高中
向万城镇集中的目标。

（本报万城3月6日电）

万宁将北大镇3所薄弱学校并入东兴学校，投入近5000万元优化办学条件

让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队
走进6个市县

本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吴雪容）近日，省
文联文艺志愿服务队的省音协小分队、省曲艺小
分队，分别走进海口市演丰镇芳园村、骑楼老街开
展慰问服务，为当地村民、游客送去了一场场精彩
纷呈的文艺展演。至此，省文联开展的“文艺进万
家、健康你我他”学雷锋文艺志愿服务系列主题活
动，已走进全省6个市县的乡村社区和军营。

今年来，省美术家协会、省戏剧家协会等积极
组织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开展多场学雷锋文艺
志愿服务系列主题活动。广大文艺志愿者走进军
营、乡村、社区等基层一线，将琼剧、歌曲、曲艺等
文艺节目和现场创作的书画作品，奉献给市民游
客和部队官兵。

省文联还开展了线上书画摄影展，让广大群
众足不出户便可领略书画、摄影艺术的魅力。


